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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决议制裁
俄罗斯多家媒体

“如果这一决定付诸实施，这
意味着我们将见证西方世界民主
概念的清晰倒退趋势。”——普京

欧洲议会 23 日通过一项有关制
裁俄罗斯媒体的决议，呼吁欧盟委员
会拨付更多资金，支持有关新闻报道，
反制俄罗斯媒体在欧盟的宣传效果。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怒斥这一举
措是欧洲民主的“倒退”。

这一决议由波兰籍欧洲议员埃尔
兹别塔·福蒂加推动。在参加投票的
691 名欧洲议员中，304 人投赞成票，
179 人投反对票，208 人投弃权票，决
议获得通过。

这项决议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俄知名媒体机
构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媒介
作对比，呼吁欧盟委员会资助更多新闻
报道予以反制。决议还指认俄罗斯利用
东正教等宗教机构“挑战西方价值观、
分化欧洲”，以及资助欧盟成员国的反
对派政党或组织，意图瓦解欧盟。

福蒂加称，欧盟需要设立更多独
立媒体平台，支持传媒多元化。

俄总统普京 23 日在首都莫斯科
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欧洲议员针对
俄媒体的制裁举措印证了欧洲民主的

“倒退”。“如果这一决定付诸实施，这
意味着我们将见证西方世界民主概念
的清晰倒退趋势，在欧洲议会层面，”
普京说，“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尊重常
识，没有任何（针对俄媒体的）限制措
施付诸实施。”

普京还称赞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

“有效率、有才干”。
俄外交部分管人权、民主和法治

事务的官员康斯坦丁·多尔戈夫称，欧
洲议会的这一决议是“对俄罗斯媒体
权利的歧视”，明显违反了相应国际准
则。他说，决议起草者显然惧怕俄罗斯
媒体的影响力，“企图禁止某些事情的
理由经常是懦弱”。

俄“卫星”通讯社总编辑玛加丽
塔·西蒙尼扬证实，这家通讯社已经致
信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际
新闻组织和媒体机构，寻求在这一问
题上的国际支持。西蒙尼扬称，欧洲议
会的这一决议已经违背了欧盟有关维
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法律。

俄“卫星”通讯社报道，事实上，投
票支持这一决议的欧洲议员并不足投
票议员总数的半数，不少欧洲议员也
存在反对声。法国籍欧洲议员让—吕
克·沙夫豪泽认为，决议起草者应该为
将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对比而感到羞
耻。他认为，美国的宣传也应该值得警
惕。西班牙籍欧洲议员哈维尔·科索
说，决议没有提及美国的新闻媒介，而
正是美国媒体的误导推动了美国过去
对其他国家的多次军事干预，给当地
造成无法挽回的混乱局面。科索说，欧
盟似乎只允许一种对民主的解读，而
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不同解读，也是一
种霸权。 （新华社）

中国专利申请
首破百万大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3 日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10
万件，这是全球首次有国家突破百万
大关。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
数量为1101864件，几乎相当于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总和。从
全球排名看，中国居首；美国第二，数
量为58.9万件；日本第三，31.8万件。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态
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在瑞士日内瓦告诉媒体记者。

在全球排名前五的经济体中，中
国2015年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速最大，
同比增长 18.7%；欧洲专利局收到的
专利申请数量增速排名第二，同比增
长4.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员认为，在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中国专利申
请数量显著增长，表明保护知识产权
的需求非常强劲。

高锐表示，中国的各项数据“非常
惊人”，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我们
拥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驱动器’”。

就全球整体而言，2015年专利申请
总数量约为289万件，同比增长7.8%。
其中，计算机技术、电力机械、数字通信
三个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美国 2015 年专利申请数量的同
比增幅为 1.8%；日本同比减少 2.2%；
韩国同比增长1.6%。

此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
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
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首
次跻身世界前 25 位最具创新力的经
济体行列。长期以来，高度发达经济体
在该指数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跻身
25 强标志着中等收入经济体首次加
入了高度发达经济体行列，反映出中
国创新表现在不断完善。 （新华社）

韩国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门”风波进一
步发酵。23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
首秋美爱爆料称：“朴槿惠一共花了2000亿韩
元用来给自己整容，这是现在最新公开的事
实。”同时，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从2014年开始
购买医疗美容产品的清单也被曝光。青瓦台
一共购买了 14 种注射产品，共计 1500 支。对
此，青瓦台表示“是正规程序购买的”。

关于美容
“她花了2000亿韩元”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共同民主党党首秋
美爱23日爆料称：“朴槿惠用在美容方面的金额
高达2000亿韩元，这是现在最新公开的事实。”

据悉，秋美爱23日当天在光州参加“要求
朴槿惠总统下台国民主权运用本部光州全南
共同出征仪式”上透露了这个消息。秋美爱还
表示：“国民正在失去工作和希望，总统（不顾

国民的痛苦）把国民的血汗钱用来接受各种
与美容和皮肤保养有关的注射。这是非常令
人痛心的事。”不过，秋美爱并没有说明这
2000亿韩元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数据。

秋美爱被认为是现在韩国国内“倒朴”势
力的急先锋和总指挥。在韩国朝小野大的国
会局势下，共同民主党新任党首秋美爱身为
女性政治人，被指具有敢于打破政治局面的
特点。秋美爱正在一步一步利用国民的情绪
构建对总统府青瓦台的包围之势。

关于注射
总统府被曝狂买针剂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青瓦台警护室
被曝出从2014年开始先后购买了珍珠、甘草、
维生素点滴注射液、胎盘注射液等14种医药
品，共计1500支。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相熙22日

公布了一份来自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
《青瓦台医疗品购入现状》的报告。该报告显
示，从2014年1月到今年9月，青瓦台一共购
买了764种医药品。其中，注射剂最多。青瓦台
于2015年4月、11月、12月一共购买了150支
某胎盘注射液。另外，2014年6月，青瓦台购买
了50支另外一种胎盘注射液。

对此，青瓦台新闻发言人郑然国表示：
“青瓦台的注射剂等药品都是根据青瓦台主
治医生、咨询团、医务室医疗工作人员等的意
见购买的，都是正规渠道买入的。其中，包括
了对警护人员等青瓦台勤务者的健康管理。”

关于伟哥
“买来防高反，但没用”

青瓦台23日还对购买“伟哥一事”作出澄清，
称不到一年前确实曾购入大约360片万艾可（俗
称“伟哥”）及同类药物，用途是防治高原反应。

此前一天，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
员金相熙爆料说，青瓦台2015年12月曾购入
364片“伟哥”及同类药物。“伟哥”一词迅速跃
升至韩国几大门户网站的热搜榜首位。

对此，青瓦台发言人郑然国23日表示，总
统朴槿惠今年5月访问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
干达等非洲三国，而去年12月采购“伟哥”就是
为总统随行人员准备的防治高原反应药物。

据了解，上述三国的首都均地处高原，海
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韩国医生经常建
议登山者携带“伟哥”，认为这种药物对防治
高原反应具有一定效果。据郑然国回忆，“我
们买了它们（‘伟哥’），但后来并未使用”。

此前，朴槿惠因涉嫌以崔顺实姐妹的名义
开具处方药遭检方调查。据保健福祉部检举，
崔顺实及其姐姐崔顺得的2011年至2014年病
例显示，朴槿惠涉嫌以两人名义接受药物注
射，总统府护士也曾在采取朴槿惠血液样本后
以崔顺实名义送交检测。 （综合新华社）

美国的选举很少有人使用电子投票器。一是
因为它抵御黑客入侵的能力很低，二是因为它不
像纸质选票会留下记录，会给统计工作造成巨大
的混乱。因此，迄今为止，电子投票器在美国选举
中都没有普及开来。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今
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大约有20%美国人选择
用电子投票器来投票。

纽约布伦南中心去年 9 月份发表了一份名
为“存在风险的投票机器”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
指出，2016年，美国有43个州所使用的投票机器
已经使用了至少10年以上，有31个州曾经“强烈
被建议”使用新的投票机器。

这项报告的撰写者诺登指出，从软件支持到
更换硬件以及触摸感应器灵敏度等方面，美国的
投票系统都存在很大的风险。诺登演示了在西弗
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机器上，一位投票者因为手
指触摸按下的力度偏大而造成投票给了另外一
个候选人的结果。

诺登表示，在对大选结果非常重要的宾夕法
尼亚、弗吉尼亚等摇摆州都存在大量从未进行过
投票备份的选民。一旦这些电子系统遭到黑客侵
入，想提前知道系统是否被侵入几乎没有可能。

根据调查发现，用磁铁、手掌大小机器等简
单工具就可以操纵投票的结果。这种存在缺陷的
投票器在 2006 年议会选举中，给佛罗里达州等
几个州的选举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有关选举
投票受到干扰的问题因为美国选举系统都由各
州本地单独操作而更加严重，因为数千种不同系
统也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和漏洞。

买伟哥、胎盘注射液
朴槿惠到底得了什么“病”
媒体称“闺蜜干政门”正演化为“美容门”

本届美国大选中，希拉里一直
指责俄罗斯政府“黑”了民主党竞
选团队的电脑系统，曝光了大量内
部信息，以帮助对手唐纳德·特朗
普当上总统。俄罗斯已多次明确
否认相关指责。目前没有公开确切
的证据表明，存在所谓的俄罗斯黑
客入侵事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
国选举部门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
本月早些时候说，俄罗斯干涉美国
总统选举结果的情况“几乎不可
能”出现。

不过，其他一些网络安全和防

御学者则公开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
称仍对之前“外国干涉”美总统大选
的报道“深感担忧”，要求进行“公开
彻查”。对于上述三个“摇摆州”计票
可能被操纵一事，号称“民调之王”的
美国538网站的民调专家和创始人
纳特·锡尔弗和其他一些选举分析人
士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单凭投票方
式质疑计票结果的“理论”存在“很大
疑问”，且几个“摇摆州”的计票结果
不能成为质疑整个选举结果的原因。

《卫报》报道，对于是否要求重
新计票一事，希拉里阵营暂未作出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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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希拉里
共获得约6424万普选票，得票率
为47.9%；特朗普仅为6224万票，
比希拉里少200万票。尽管计票
还在进行，但这一趋势仍在上升。

美国总统选举为间接选举制，
总统由各州选出的选举人团投票
产生。一旦希拉里最终领先，将是
20年来美国大选第二次出现普选
票更多的选举人输掉大选的情况。赢了普

选 输了大
选

从2014年1月到今年9月，青瓦台一共购买了
764种医药品。其中，注射剂最多。

2015年4月、11月、12月一共购买了150支某
胎盘注射液。

2014年6月，购买了50支另一种胎盘注射液。
——摘自《青瓦台医疗品购入现状》

最新计票——希拉里普选票超特朗普200万张
发现问题——三个关键州电子投票器疑被操纵

希拉里选票被黑？
美国一些计算机专家近日表示，在刚结束不久的美国总统

选举中，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三个“摇摆州”
的票数可能被操纵，他们呼吁在选举中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
拉里·克林顿要求重新计算选票。

同时，美国《赫芬顿邮报》23日报道，当天出炉的最新计票结
果显示，希拉里共获得约6424万普选票，得票率为47.9%；而候任
总统特朗普的普选票仅为6224万票，比希拉里少200万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
些计算机专家17日同希拉里的竞
选助手进行电话会议，称发现这三
个“摇摆州”的计票可能存在问题。

消息人士指出，密歇根大学电
脑安全和社会中心主任J·亚历克斯·
霍尔德曼等专家告诉希拉里竞选团
队主席约翰·波德斯塔和法律总顾问
马克·伊莱亚斯，他们认为，相较于使
用纸质选票和光学扫描器的选区，希
拉里在依靠电子投票器的选区普遍
处于劣势，这令人质疑。

以威斯康星州为例，希拉里在
该州使用电子投票器的地区所得
票数，要比使用光学扫描仪和纸质

选票的地区少 7%，这表明投票系
统可能被黑客入侵。

这些专家告诉波德斯塔和伊
莱亚斯，他们还没有找到能够证明
黑客入侵行为的确凿证据，但建议
希拉里阵营要求独立审查存有疑
问的几个“摇摆州”。

按英国《卫报》的说法，这些专
家计划在下周将一份详尽的报告
上交美国国会委员会和联邦当局，
表明所担心的选票问题。“我支持
验票，”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顾问
和电子投票专家芭芭拉·西蒙说，

“我们应该在选举后进行投票审
计。”

建议审查几个摇摆州

希拉里阵营暂未回应

特朗普再任用5人

特朗普近日再度公布了
三个重要职位的人选，计划让
堪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
蓬佩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退役陆军将领迈克尔·弗林出
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
拟任命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杰
夫·塞申斯为司法部长。

反移民的参议员塞申斯
获提名担任司法部长，显示
特朗普准备在任内对非法移
民采取强硬政策。

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
长后，鹰派的堪萨斯州众议
员迈克·蓬佩奥立即发表声
明欣然接受。52岁的蓬佩奥
毕业于著名的美国西点军
校，后又进入哈佛大学法学
院深造，从政之前当过兵，做
过生意，早年阅历十分丰富。

与前两位被提名者不
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弗林无需得到参议院的批
准。57岁的弗林曾为美国陆
军效力长达33年，2014年以
三星陆军中将的军衔退役。

如果说以上三人被指主
要是“年长的白人男性”，特
朗普还任命了两名女性出任
内阁级别的官员。南卡罗莱
纳州州长妮基·黑利被提名
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亿
万 富 豪 贝 特 西·德 沃 斯
（Betsy DeVos）被提名为教
育部长。

投下20%的票
电子投票器
隐患在哪？

抵御黑客入侵的能力很低抵御黑客入侵的能力很低
不像纸质选票会留下记录不像纸质选票会留下记录
用磁铁等工具可操纵结果用磁铁等工具可操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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